
注：本次供应地块地下空间暂不计入
供应范围。 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规划设计
条件指标执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外， 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 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
续， 并于 2022 年 9 月 3 日 9 时至
2022 年 10 月 12 日 17 时， 登录登封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http:
//www.dfggzyjy.com/）， 浏览公告

并下载挂牌文件。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2 日 17 时。

五、本次公告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登封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录入窗口申请
办理数字证书后， 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买（已办理过数字
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使用）。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时间为：2022 年 9 月 28 日 9 时至
2022年 10月 14日 16时。竞得人取得
《网上竞得证明》后需携带其他审核资料
到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后置审
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

以上竞买人参与竞买的， 系统自动转入
5 分钟限时竞价, 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
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网上挂牌，
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即为竞得人。

（三） 本次挂牌地块范围内的地
上、地下构筑物等设施，由受让方结合
规划设计方案保留， 对不需要保留的，
由受让方自行与有关部门解决，并承担
所需费用。

（四）本次挂牌地块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应依法履行人防法定义务。

（五）本次挂牌地块涉及林地，依据

林业部门意见， 地块在使用前应办理使
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六）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
理办法》。

（七）如遇到出让资料、系统问题请
及时联系。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建设

路 13 号
联系电话：0371—62718885
联 系 人：刘老师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登自然资交易告字〔2022〕16 号

经登封市人民政府批准，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1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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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张晓飞） 9月 1
日，资本力量1+6系列活动新消费专
场路演在高新区科技金融广场举行。

本次路演以“数字经济助推消
费结构升级”为主题，聚焦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下，消费领域新思路、新技
术、新模式，推进资本与产业的双向
融合。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关怀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等5家消费领域优秀企业，上海联
创、清科创投、中国风投等来自国
内、省内的 40余家知名创投机构参
加了此次路演。这 5家消费领域优
秀企业来自生物科技、预制菜、食品
饮料等领域。

据悉，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题，推动资本支持实体经济，促进高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新区联合郑州
天健湖经济研究所、高新区挂牌公司
服务协会等多家单位打造资本力量
1+6系列活动。自2020年11月开始
至今，资本力量1+6系列活动共组织4
场培训、15场次168家企业的融资路
演；共促成投资落地项目16个，融资
金额 6.815亿，区内企业融资额度占
比68.4%。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马燕 陈海潮 通讯员 李盼 文/
图） 8月 31日，“赢未来·汇郑东”全
国大学生郑东新区走访活动圆满结
束。8月 17日至 31日，全国共有
9330名在校大学生及2022届毕业生
通过“郑东行”小程序报名注册，最
终5000余人次参加此次活动。

“赢未来·汇郑东”活动于8月17
日启动。活动为参与的大学生提供
了免门票、免食宿、免交通等 5项补
贴政策，通过两条团队行和一条自
由行线路，请大学生参观走访金融
岛、中原科技城、大河村遗址等涵盖
科技、创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10家
东区标志性建筑和场馆，充分展示
郑东新区中原科技城龙头引领、科
创企业聚集、驻区高校云集和宜居
宜业宜商的“四个优势”。

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大学生的
广泛关注，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各地的学子
纷纷报名，最终 5000余名大学生走
进郑东新区，直观而深入地了解东
区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成就。许多

学生表示，将把郑州纳入自己首选
就业地。新加坡国立大学周同学边
参观边做笔记，不无感慨地说：“郑
州在金融、环境、生态等各个方面都
有了快速发展，作为家乡学子我深
感骄傲和自豪，非常期待自己和更
多的大学生回到这里，建设家乡。”
西安交大的李同学说：“郑州重视人
才，郑州欢迎人才，郑州也不乏人

才，这是我参观郑州的最大感受！”
郑州大学的章同学说：“未来，我想
和郑州一起发展，为郑州的建设贡
献一己之力！”

另据了解，“喜迎二十大 青春
汇郑东”青春形象代言人评选活动
已于 9月 1日启动，欢迎大学生积极
参加，请继续关注“郑东行”小程序
了解详情。

驻村工作队搞“推销”
25万元农产品一售而空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姚江涛）
昨日上午，航空港实验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驻冯堂办事处马家村工
作队带领村“两委”干部，将3辆载
满扶贫农产品的货车开往多个单
位，销售特色农产品25万多元。

中秋节前夕，综合行政执法
局驻村工作队大力争取区直各
单位工会部门的支持，积极组织
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拓宽农产品
销路。从沟通对接到农产品的
收购、包装、运输，他们层层把
关，确保产品质量。此次活动共
帮助马家村销售柴鸡蛋 430箱、
花生5000多公斤、农家石磨芝麻
油 2000多公斤、羊角蜜 5000多
公斤、阳光玫瑰葡萄 2000多公
斤，总价值25万余元。

荥阳启动职业人群
“健康体重”减重竞赛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郅欢欢）昨
日，在荥阳市植物园，荥阳职业
人群“健康体重”减重竞赛启动。

在“健康体重”减重竞赛启
动现场，荥阳市卫健委、荥阳疾控
中心相关人员为参赛队员做合理
膳食指导，并带领参赛队员做热
身运动，随后实地健走。

5家市直医疗卫生机构在现
场开展了以“三减三健 健康相
伴”为主题的健康义诊宣传活动，
并设立咨询台向群众答疑解惑，
普及健康知识并发放宣传品。

全国大学生走访郑东新区活动圆满收官
不少同学表示，将把郑州纳入首选就业地

新消费专场路演在高新区举行
5大项目受40余家投资机构追捧


